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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 中国下一代教
育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总结大会
在京举行，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下一代教育
基金会创会会长顾秀莲，教育部
党组成员、副部长、教育部总督
学郑富芝等相关领导出席大会，
部分省关工委和教育系统关工
委代表、有关兄弟单位、基金会
理事、监事、专家委员会成员、以
及基金项目负责人、 捐赠人、受
益人、志愿者代表等参加大会。

2010年，由中国关工委发起、
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下一代教育
基金会正式成立。 10年来，基金会
紧紧围绕学前教育、校外教育和家
庭教育三大领域， 立足服务教育、
服务学校、服务教师、服务家长、服
务广大青少年，特别是特殊弱势群
体， 助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共计募集款物超 10亿元， 项目遍
布全国 31个省区市， 惠及人数逾
千万。 2014年，基金会被民政部评
为 4A级基金会；2015年,经教育部
推荐，被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
组织称号；2020 年， 被中国关工
委、中央文明办评为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先进集体。

教育扶贫项目
成效显著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聚焦
教育扶贫，整合公益资源，近五年
来为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直接投入
2.4亿元，惠及 15个省区、54个州
市 3000余所中小学及幼儿园，直
接受益人数达 94万人。 ”

自 2016 年开始，基金会从教
育扶贫出发， 整合公益资源，助
力定点扶贫、深度扶贫和立体扶
贫，先后赴河北、内蒙古、湖北等
地，为贫困地区的孩子送去急需
的衣物、图书等捐赠款物，开展
慰问活动；选拔英才学员，开展
乡村教师培训，真正做到根据实
际需求，解决实际问题，有效助
力区域教育精准扶贫。

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长王萍表示，2018 年以来， 中国
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在资金投入
和项目安排上，重点向中西部地
区、特别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倾斜， 目前已覆盖西藏、甘
肃临夏州、 四川凉山州等地，累

计投入款物近 1132 万元， 直接
受益人数超过 10 万人。

2016 年，基金会与教育部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发起
“滇西助学圆梦计划”， 以云南西
部为主， 辐射全省开展教育精准
扶贫。 截至今年 11 月底，累计投
入 5600多万元，覆盖云南所有 16
个州市，受益人数超过 25万人。

“对于‘滇西助学圆梦计划’
的实施，我有四点体会，一是项
目覆盖面大，二是项目受益学生
多，三是项目投入资金多，项目
成效明显。 通过这一项目中国下
一代教育基金会为云南的教育
扶贫搭建起爱心桥梁，给予我省
少年儿童无限关爱。 ”云南省教
育厅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杨丽说。

“中华英才培养计划”
为寒门学子打开眼界

来自陕西省洛南县的张晨
阳作为“中华英才培养计划”的
首批受益学生，回忆起这几年的
成长经历，他感慨万千。

在 2012 年前，张晨阳还是一
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山村孩子，因
入选“中华英才培养计划”让他
走出了家门，在清华附中的岁月
让他真正有了远行的能力，可以
不停跋涉，跨越现实的山。

在清华附中的校园中学习、
交流，让他遇到了唐洁老师，后者
勉励他“一定不要辜负自己的时
光，你一定可以发光发亮”；与他
结对的清华附中学生肖襄（现就
读于北京大学），告诉他一定要有
自己的志向；他参观了汉能集团、
CCTV，走进军营，也走进昌平的
农业基地， 走进长白山的皑皑白
雪， 不断拓展视野……学习在他
的印象中，从别人的一番说教，变
成了探寻多彩人生的旅程。

带着在夏令营中培养的学
习方法与决心毅力，他的效率与
投入远超从前。 最终，张晨阳以
670 分的优异成绩进入同济大
学。 在同济的第一个年头，他获
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优秀学生
奖学金等，他也立志于从事计算
机科学的相关科研。

为了给农村地区优秀学生提
供增长见识、接触了解城市重点中
学课程及教学方式的机会。 2013
年 7月，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共同发起了“中华
英才培养计划” 教育公益扶贫项
目， 该计划先后在多省份的 50个
国家级贫困县，通过考核遴选出品
学兼优的初中学生成为计划学员，
让他们从初一年级的暑期开始，连
续五年的假期免费在清华大学附
属中学参与夏令营活动，巩固学科
知识，开拓视野。

培养少年创客
储备未来科技力量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
的希望， 为了使科技创新与教育
相结合， 更好地提升青少年科技
素养和实践创新的核心素养，使
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科技实践活
动中，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于
2016 年 10 月试点启动“少年硅
谷”公益项目。

项目于 2017年-2020年在全
国捐建 1000个“少年硅谷”创客教
育示范教室，捐建 100个创客教育
活动中心。示范教室的设备配置包
含机器人、 机器手臂、3D打印机、
金属机器人、创客工坊等。

该项目受益者之一的彭召
翔，来自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第十五小学六（3）班，他从小性
格内向、胆子小，甚至别人向他
问个路，他都会脸红。

2018年，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
会为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第十五
小学建立了“少年硅谷”创客中心。
在老师的鼓励下， 彭召翔鼓起勇气
报名参加了创客中心的社团。

“在创客中心，我学会了机器
人的分解与组合，创意工坊的设计
制作，思维和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
大提高，慢慢地，我变得越来越自
信， 开始将收获主动跟大家分享，
因为敢于和大家说话，朋友也开始
多了起来。”最关键的是，在创客教
育的带动下，彭召翔其他学科的成
绩也有了明显进步，当他的学习成
绩步入优秀行列后，被推选为少先
队副中队长。 今年 8月，他作为中
国少年先锋队贵州省第七次代表
大会代表， 得到省委领导接见，并
在会议现场为省长系红领巾。

像彭召翔这样的案例还有
很多， 截至今年 9 月，“少年硅
谷”公益项目已在多个省份完成
近千个创客教室和创客中心的
捐建工作，培训科技老师千余人
次，直接推动和提升项目实施地
区学校、家长、学生对创客科技
教育的认知层次和重视程度，营
造了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使项
目实施地区的师生直接受益。

打造提升乡村青少年
科技素养的“流动实验室”

2020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最关键一年，要突出教育精准
扶贫的着力点，用好线上线下课
堂的方式，将有效公益资源投放
到贫困地区最需要的地方。

2019年，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

金会联合深圳市平安公益基金会
共同发起了“中国平安科学素养教
育提升计划项目”， 向有条件的农
村小学捐赠科技课程、教材、教具，
开展校长、教师培训，支持学校开
展科技教育活动等，力求用社会公
益的方式，协助教育部门进一步推
进科技教育工作，使青少年不断提
升科学兴趣，增长科学知识，学习
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

在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创
会会长顾秀莲副委员长看来，“青
少年科技素养提升计划”是在农村
学校开展科技教育的有益探索，要
在中小学校开展孩子们喜闻乐见、
参与感强的科技活动，要充分把握
青少年成长的黄金时期，培养他们
对科技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的创
新能力和奋斗精神。

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陶营镇
柿园小学三年级的马老师兼任语
文课、科学课等多门课程，她为孩
子们上过一节语文课《走马灯的
奥秘》。尽管课文中有文字介绍走
马灯的外形及其转动的奥秘，马
老师还为此提前搜集了有关走马
灯的图片和视频， 但孩子们还是
不明白什么是走马灯， 走马灯为
什么能“走”，走马灯的奥秘是什
么原理……

“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计划”
项目在学校的落地，为马老师送来
了该计划课程的教材及物资，而三
年级教材的“智能制造”领域正好
有一节课叫做《走马灯》。教材中不
仅详细讲解了走马灯的结构、运动
特点、科学原理、提供了物资让学
生亲自设计和制作一个走马灯，还
启发学生如何改进自制的走马灯、
探索传统走马灯的现代改进。

据悉，“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
计划”自 2019 年启动以来，已向
全国 17 个省份 1000 所乡村学校
捐赠了近 23 万本科学教本、6 万
套实验包， 受益学生超过 30 万
人， 竭力弥补城乡学生在科技教
育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

关爱育人
为留守儿童弥补亲情缺失

针对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等社
会问题，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于
2012年启动“童心梦” 公益项目
（原名为“留守儿童教育救助项
目”），该项目侧重西部地区、农村
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选择
在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学校建立
“留守儿童教育帮扶中心”，让孩子

们通过视频与父母亲情互动，弥补
亲情缺失。 中心还同时配套图书、
教学教具、爱心礼包、文体器材、校
服等，为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条件提
供帮助，并相应开展教师培训。

来自贵州省从江县洛香镇中
心小学学生梁翠，其父母为了给她
创造更好的条件，常年在沿海城市
打工， 由外婆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以前一年只能见到爸爸妈妈一两
次，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 ”

自从她的学校建立了“留守
儿童帮扶中心”，她可以跟父母进
行视频聊天， 父母也可以通过视
频简单辅导孩子的学习。“还有很
多叔叔阿姨们来学校看望我们，
还给我们送来了好看的运动服、
学习用品， 让我们觉得自己是被
关爱的，也不再感觉到孤独。感恩
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叔叔阿姨，我
会努力学习，走出山村，去看看外
面的精彩世界。 ”梁翠说。

……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成立

十年来，其“关爱启蒙者———流动
课堂”“童心梦”“中华英才培养计
划”“少年硅谷”等让少年儿童受益
的慈善项目， 已遍布全国 31个省
区市， 受益人数逾千万人。 其中，
“关爱启蒙者———流动课堂” 公益
项目在 2018年荣获民政部颁发的
第十届“中华慈善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主任、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创会
会长顾秀莲在十年总结会上指出，
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一
代教育公益事业，以做强做优的举
措构筑下一代教育公益事业发展
新格局。要打造公益服务新平台和
新品牌，站稳“面向下一代、做好教
育公益”职能定位，突出重点、打造
特色， 推动下一代教育公益进机
关、进社区、进企业、进基层，在继
承中创新发展。要凝聚形成公益慈
善的强大合力，坚持大公益、大仁
爱理念，不断扩大发动面，提增参
与人数，使更多儿童受益，切实增
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
教育部总督学郑富芝则在十年
总结会上表示，希望基金会下一
步更好聚焦教育领域弱势群体
和薄弱环节，准确把握“教育”和

“慈善”的双重属性，发挥公益组
织的优势，特别是老同志的独特
优势，搭建家庭、学校和社会沟
通的新桥梁。 （李庆）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成立十周年
募集款物超 10亿元 受益人数逾千万

� �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主任、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创会会长顾秀莲在会上讲话

“坚守初心 铸爱十年”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十周年总结大会在京召开


